
厦门市2019年第二批拟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1 厦门捷信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 厦门快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 福建省国土测绘院 厦门市湖里区
4 厦门唯自然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5 厦门鸣友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6 福建凯斯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7 厦门时代银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8 厦门布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9 厦门兴南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0 厦门精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11 厦门华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2 厦门合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13 福建格林春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4 万世通（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5 厦门致联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6 厦门兴华鼎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7 厦门掌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8 厦门格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9 厦门联合优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0 厦门能见易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1 厦门同创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22 厦门佰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3 厦门万明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24 厦门复晟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25 厦门恩成制药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26 厦门赛博再格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27 厦门欧瑞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28 尼克利斯（厦门）卫浴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29 指挥家（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30 厦门市易家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31 厦门水诚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2 厦门鸿基伟业复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33 萨科（厦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34 厦门市中资源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35 厦门小龙人动漫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36 中德森机电工程（福建）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37 厦门祐尼三的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38 厦门特盈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39 厦门唯识筋斗云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40 七道水（厦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41 鸿汉（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42 厦门允发钢管工业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43 厦门科方圆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44 厦门市再丰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45 福建方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46 厦门捷能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47 健康之路无边界（厦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48 爱芯环保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49 厦门登德玛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50 厦门恒宇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51 厦门市益津鹭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52 厦门视诚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53 海芯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54 厦门佳浴智能卫浴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55 厦门福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56 厦门诚创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57 厦门聚富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58 田菱新材料（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59 天演益合（厦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60 韦士肯（厦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61 厦门耀拓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62 厦门博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63 厦门瑞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64 厦门晟阳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65 赛客（厦门）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66 厦门极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67 德基申（厦门）电气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68 大禾众邦（厦门）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69 厦门靠谱云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70 厦门铮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71 厦门宝利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72 厦门市智联信通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73 厦门淘金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74 福建菱西机电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75 厦门长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76 厦门鹭云筑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77 中航太克（厦门）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78 中科贝思达（厦门）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79 厦门商通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80 厦门一泰消防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81 厦门高鼎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82 吉门保险丝制造（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83 厦门市拙雅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84 慧讯信息技术（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85 厦门市福宏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86 厦门瑞听听力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87 厦门力祺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88 厦门市科罗恩生活家居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89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90 厦门才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91 厦门享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92 厦门辉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93 杏晖光学(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94 厦门直播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95 厦门极致互动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96 厦门高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97 厦门联合安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98 厦门新科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99 厦门高比特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100 厦门天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01 厦门市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02 厦门维运创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03 厦门幻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04 厦门佑科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05 厦门青瓷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06 明见（厦门）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07 厦门内加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108 厦门市纬乙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09 厦门金车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10 福建宇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111 厦门东方世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12 汉合天辰（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13 厦门海荭兴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14 厦门求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15 厦门家康天下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16 厦门鑫河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17 厦门富桂通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118 厦门嵘拓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19 厦门云脉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20 厦门莱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121 厦门数字证书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22 厦门锋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23 厦门众联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24 厦门乐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25 厦门众盛精密电路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126 厦门凌众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27 凡成（厦门）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28 厦门水蜻蜓卫浴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29 厦门本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30 厦门百安兴新材料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131 厦门华天华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32 厦门中横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33 厦门荆艺软件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34 厦门赤霄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35 厦门亿星软件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36 安居慧云（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37 厦门战熊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38 克尔维特（厦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39 厦门艾美森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40 厦门优数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41 厦门市派美特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42 厦门中智信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43 厦门中厦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44 厦门三行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45 厦门元谷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46 厦门世纪大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47 厦门高瑞特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148 厦门赢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49 厦门伙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50 欧兰普电子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151 飞讯达（厦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52 厦门佰欧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53 厦门斯坦道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54 厦门大卫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55 厦门灵马软件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56 厦门欢乐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57 厦门纽优新型工艺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58 艾美肯（厦门）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59 中施信（厦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60 威士邦（厦门）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161 厦门市金汤橡塑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62 雅马哈发动机(厦门)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63 厦门创凯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64 厦门兔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65 安维车件（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166 厦门市物联网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167 厦门新声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68 厦门市猿人行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69 厦门海普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70 厦门真冈热处理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71 厦门求实智能软件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72 厦门求实智能网络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73 白鸽在线（厦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74 厦门恒坤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175 动拇指（厦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76 厦门壳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77 厦门美域中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78 厦门聚智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79 厦门斯巴克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80 厦门飞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81 厦门市蓝天碧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82 厦门申颖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83 奕鑫（厦门）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84 库顿电子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85 厦门市三槐集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86 厦门厦芝科技工具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87 厦门东博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88 厦门汉凌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89 厦门海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90 厦门科易通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91 厦门金字炜国眼镜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192 厦门莱肯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93 厦门广泓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94 厦门市泽睿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195 厦门惠众创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196 厦门夏谷软件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197 厦门快商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198 厦门佰事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199 厦门捷昕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00 厦门格睿伟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201 厦门思泰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202 厦门渊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03 厦门泽宇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04 厦门真有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205 厦门恒羿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06 厦门菜云丰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07 厦门安盟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08 厦门鹭港兆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209 厦门锐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210 厦门双瑞船舶涂料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211 传孚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212 厦门市海德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13 厦门新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214 厦门欧替埃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215 厦门智慧小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216 远盈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17 厦门正航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18 厦门金龙汽车座椅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19 厦门晟硕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220 麦乐峰（厦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21 厦门掘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22 捷卡（厦门）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223 厦门萨奇水务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224 厦门靖海塑胶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225 中美净（厦门）环卫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26 蓝保（厦门）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227 厦门劢联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28 厦门丝柏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29 飞虎（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230 厦门无限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31 厦门市火之辉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32 全位(厦门)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233 福建亿能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34 厦门林巴贺航空发动机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35 厦门极元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36 厦门鲜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237 厦门集恩图造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38 厦门涌腾达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239 厦门仙侠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40 厦门市及时雨焊料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241 厦门洪海机械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242 厦门优势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43 厦门海乐景生化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244 迈兴（厦门）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45 厦门优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46 厦门锐思捷水纯化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247 厦门大恒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248 厦门宏顺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249 厦门金菲仕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50 厦门锐谷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51 厦门勇仕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52 互隆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253 厦门市礼小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54 厦门绿世界温室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255 厦门唯恩电气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256 厦门市邑度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57 厦门欣力巨软件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258 厦门锐越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59 厦门宇龙机械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260 智门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61 厦门市康泰兴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262 厦门易驰软件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63 厦门宝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264 智科达（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265 厦门欧化实业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266 华尔达(厦门)塑胶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267 厦门科塔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68 厦门尚达电子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269 厦门市华泰视通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70 厦门科安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71 厦门爱劳德光电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272 厦门合序软件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73 厦门市仟信德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274 厦门中环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275 厦门市迈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76 厦门艾派特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277 厦门知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78 厦门东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279 厦门市新峰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80 厦门罗雅光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81 厦门广成实业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282 纵目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283 厦门帝嘉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84 厦门龙净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85 厦门高卓立光电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286 厦门七匹狼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287 厦门求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288 厦门市天宇塑料工业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289 厦门安普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290 昭仕（厦门）新材料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291 沃博思（厦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92 厦门本润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293 厦门和易工业皮带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294 厦门万宾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295 福建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296 厦门美时美克空气净化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97 厦门仙侠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298 厦门加新精密金属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299 厦门市京骏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300 厦门新智科光电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301 厦门闳图盛道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302 厦门泰启力飞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303 厦门市中科绿华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304 凯氟隆（厦门）密封件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05 厦门威迪思汽车设计服务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06 厦门市卓越青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307 厦门万匹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308 厦门乐人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309 联盟速运（厦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310 厦门承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311 厦门简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312 厦门物通博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13 厦门欧贝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314 厦门海合达电子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315 厦门翼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16 厦门康谱卫浴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17 厦门超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318 厦门邑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319 傲网信息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320 厦门科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321 厦门臻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322 捷智（厦门）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323 厦门加华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324 厦门凯纳石墨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325 厦门恩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26 厦门第二世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27 厦门海源泵业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328 厦门创想无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29 厦门视尔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30 厦门市贝莱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331 厦门泰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32 厦门正黎明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333 厦门矽创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34 厦门冠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335 厦门亿学软件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336 厦门卫鹰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37 厦门锐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38 厦门万仟堂陶业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
339 厦门科易网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340 厦门博特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41 厦门滴水川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42 厦门鲎试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343 厦门科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344 厦门天源欧瑞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345 厦门朗迪尔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
346 厦门迈斯维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
347 厦门巴掌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
348 厦门百拓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349 厦门服信通软件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350 厦门中翎易优创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
351 厦门市超日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


